
第二場 一號場地 6月4日 晚上7:00

第一組 男子自選刀術 4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葉文樂

2 華力體育會 胡諾言

3 澳門工人武術健身會 蔣瑋城

4 澳門發揚體育會 李卓洋

第二組 女子自選刀術 4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章玥翎

2 紅日文娛體育會 翁碧怡

3 澳門發揚體育會 蘇楚雯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劉婉琦

第三組 男子自選劍術 6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陳星輝

2 紅日文娛體育會 錢嘉濠

3 合群體育會 胡子言

4 澳門勁青體育會 宋子君

5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陳冠康

6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鄺子軒

第四組 女子自選劍術 4人

1 澳門工人武術健身會 李  禕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洪司帆

3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王泳欣

4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曾菀亭

第五組 男子自選南刀 5人

1 忠亯體育會 黃俊華

2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趙偉強

3 紅日文娛體育會 陳嘉祺

4 紅日文娛體育會 章睿哲

5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陳子傲

第六組 女子自選南刀 2人

1 領峰文娛體育會 布曉琳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黃心妍

第七組 男子自選太極劍 3人

1 澳門勁青體育會 韓瑞華

2 澳門福建體育總會 蔣沛成

3 南北武術學會 黃膾先

第八組 女子自選太極劍 3人

1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郭慧銘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莊嘉倩

3 領峰文娛體育會 何佩淇

第三十二屆澳門武術錦標賽



第二場 二號場地 6月4日 晚上7:00

第一組 男子長拳類傳統拳術 23人

1 南北武術學會 歐竣一 八極拳

2 澳門工人武術健身會 田春陽 八極拳

3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梁梓健 八極拳

4 忠靈體育會 張博睿 八卦掌

5 羅梁體育總會 吳柏輝 少林小洪拳

6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梁兆榮 鷹爪拳

7 紅日文娛體育會 鐘逸朗 八極拳

8 羅梁體育總會 柯嗚熙 羅漢拳

9 南北武術學會 李樂軒 形意拳

10 忠靈體育會 張高睿 八卦掌

11 紅日文娛體育會 麥桂福 八極拳

12 羅梁體育總會 張俊熙 少林小洪拳

13 南北武術學會 蔣嘉俊 查拳

14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李昊源 八極拳

15 忠靈體育會 梁嘉浩 八卦掌

16 羅梁體育總會 林嗚淇 羅漢拳

17 南北武術學會 袁錦榮 八極拳

18 忠靈體育會 杜思毅 八卦掌

19 南北武術學會 吳家寶 八極拳

20 紅日文娛體育會 雷淦霖 七星螳螂拳

21 羅梁體育總會 杜卓珩 少林小洪拳

22 紅日文娛體育會 鄺展揚 八極拳

23 羅梁體育總會 呂嘉亮 少林小洪拳

第二組 女子長拳類傳統拳術 29人

1 南北武術學會 張靜琳 八極拳

2 澳門青少年武術學校 管子琪 通臂拳

3 紅日文娛體育會 張倩瑤 八卦掌

4 忠靈體育會 梁穎琳 八卦掌

5 羅梁體育總會 吳海儀 少林小洪拳

6 南北武術學會 侯莉璇 八極拳

7 領峰文娛體育會 韋佩詩 八卦掌

8 紅日文娛體育會 李安琪 八卦掌

9 領峰文娛體育會 陳曉潼 八卦掌

10 紅日文娛體育會 梁煥欣 鷹爪拳

11 忠靈體育會 鄧泳賢 八卦掌

12 領峰文娛體育會 潘文晴 八卦掌

13 紅日文娛體育會 廖穎瑜 八卦掌

14 紅日文娛體育會 蔡芷昕 八卦掌

15 紅日文娛體育會 黃子恩 八卦掌

16 領峰文娛體育會 吳祉忻 八卦掌

17 忠靈體育會 李俊英 八卦掌

18 忠靈體育會 陳斯雅 八卦掌

19 忠靈體育會 梁敏莉 八卦掌

20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梁家茵 八卦掌



21 忠靈體育會 陳悅愉 八卦掌

22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梁佩雯 鷹爪拳

23 領峰文娛體育會 洪彥卿 八卦掌

24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賴曉樂 螳螂拳

25 忠靈體育會 劉穎琳 八卦掌

26 忠靈體育會 廖潔芸 八卦掌

27 紅日文娛體育會 鄭子淇 八卦掌

28 領峰文娛體育會 韋佩程 蛇拳

29 澳門東方武術學會 梁雪楨 八卦掌


